大肚台地水砂災害潛勢區位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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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近年氣候變遷影響下，極端降雨事件有明顯增加之趨勢，並常導致山坡地崩塌之土砂災
害，超滲之地表逕流水亦會引發下游地區淹水，嚴重威脅下遊地區居民之生命財產安全，據此，
本研究以大肚山台地為研究樣區，透過集水區分析單元劃定，進行崩塌風險度及崩塌規模分析，
評估大肚山台地大規模崩塌潛勢 ，並透過土地利用及土壤圖套疊，得到土地開發前後之
CN(Curve Number)值，進而利用開發前後 CN 差值，比較開發前、後之最大蓄水量，進行水源
涵養能力評估，並以大規模崩塌規模潛勢劃定及水源涵養能力評估，作為大肚山台地土砂及淹
水災害防治之參考。
(關鍵詞：風險分析、崩塌規模、水源涵養)

Assessment of Flood and Sediment Disaster Potenti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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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climate change, the extreme rainfall event increases obviously and leads to
sediment disaster on the slopeland. The excessive rainfall also would cause flood in
the lowlands. The property and safety of resident are threatened by the disaster.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the delineation of sub-watersheds to analyze the landslide risk
and scale on the Dadu Terrace. In addition, the curve number of pre- and/or postdevelopment in a sub-watershed can be evaluated using maps of landuse and soil,
and then changes of potential maximum amount of water retention in a
sub-watershed could be calculated. Hotspot screening and conservation planning in
soil and water resources can be effectively carried out using the methodologies of
this study. Results could be references for the related authorities in the disasters of
debris and/or flood prevention.
(Keywords: Risk analysis, Landslide scale,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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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樣區

近年來氣候變異劇烈，極端天氣事件發

大肚山紅土台地為臺中港特定區與臺中

生的頻率及嚴重程度增加，降雨強度增強和

市間都市計畫外之邊緣土地(圖 1)，土壤貧瘠，

高強度降雨事件更加頻繁，對人類的生活甚

位置正處於台中市市區西側，平均高度為 200

至生命造成直接的影響或威脅。聯合國之國

～300 公尺，地勢走向從北北東往南南西的方

際減災計畫(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向延伸，北方是后里台地，南方是王田斷崖，

Reduction, ISDR)統計 1975 至 2010 年全球自

呈現由西側急遽地向東側下滑的一處大崩壁，

然災害發生率指出，災害發生率有明顯上升

大肚台地的西側山坡呈急斜陡峭，緊鄰清水

之趨勢，頻率高或強度大的豪雨易使河川流

海岸平原，而東側山坡則較為平緩，山麓下

量驟增，加速地表侵蝕作用，造成水資源儲

方為筏子溪相互平行走勢，且可與台中盆地

放的困難與山崩地滑災害的惡化(王瑞瑄，

相望，總體而言，大肚台地是呈現一個不對

2012)。

稱的背斜高地，與南方八卦台地特徵一致(石

台灣位於亞熱帶地區的海島國家，為同

再添等，1985)。

時遭受多種天然災害威脅及影響之高危險群，
2004 年至 2008 年間薔蜜颱風、辛樂克、卡玫
基颱風及 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等極端
降雨現象，在時間及空間分布上極不均勻，
造成台灣各地坡地嚴重之崩塌與土石流災害
及生命財產損失，對人民生活影響極大(顧承
宇等，2010)。因此，適切地發展山崩潛勢評
估模式，以及探討降雨對崩塌地分佈特性的
影響，對山坡地災害防治實為重要之課題。
大肚台地屬紅土堆積層，其顆粒較細、
黏性較高，降雨時逕流不易入滲因而易快速
累積，且大肚台地東、西兩側皆緊鄰高人口
密度之都會區，一旦逕流匯集時往往釀成水
災，此外台地因頂部較為平坦，開發面積逐
年上升，不透水鋪面面積亦逐年增加，更易
加速逕流匯集。
圖 1 大肚台地之行政區域範圍

本研究利用植生、地形、降雨、入滲等

Fig. 1 Administrative area of Dadu Terrace

環境指標，進行大肚台地之大規模崩塌區為
萃取及水源涵養能力評估，據此結果供土砂
及淹水災害防治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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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 GIS 10 之軟體環境下完成。

材料與方法
1. 研究材料
本研究先以數值高程模型(DEM)及道路
劃定大肚台地之集水分區，以作為後續分析
之用。
大規模崩塌萃取，主要分為崩塌風險及
崩塌規模分析，崩塌風險採用歷年降雨量推
估 200 年重現期距之降雨量；以衛星影像(萃
取植生綠劣指數；而道路圖則可計算道路密
度及空間離散度。崩塌規模則須利用 DEM 萃
取地形濕度指數；以衛星影像萃取植生覆蓋
指數；水系圖可推估河道凹岸指標。
另外，在水源涵養能力推估部分則利用
土壤圖及土地利用圖，以 SCS 法推估 curve

圖 2 研究流程圖

number，將其與原始土地利用狀態比較求得

Fig. 2 Study flowchart

開發後現況之超滲逕流量，最後以 DEM 萃取
試區漥蓄區位之空間分布，據以篩選蓄水設
施最佳之配置點位。研究流程及相關研究材
料資訊如圖 2 及表 1。本研究之資料分析皆於
表 1 研究材料
Table 1 Study material
圖資/資料

解析度

年分

來源

用途

DEM
Landsat 5 (TM)
雨量資料
道路
水系
土壤
土地利用

40m x 40m
30m x 30m
日資料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986
2009~2010
1983-2009
2008
2008
2005
2009

農林航空測量所
美國地質調查所
水利署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水土保持局
國土測繪中心

地形分析
環境指標萃取
頻率年分析
環境指標萃取
環境指標萃取
CN值推估
CN值推估

2. 集水區分析單元劃定
大肚台地之水系係由台地頂端向東、西
方向流出，倘台地上方邊坡發生崩塌災害或

產生大量超滲逕流，將嚴重影響大肚台地下
方周邊都會區之安全，因此台地陡坡與緩坡
交界可作為重要之評估點，故本研究以台地
周邊之道路與水系交點為出口劃定台地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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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區(圖 3)，以此分區作為後續評估大規模

端降雨指標、道路密度及空間離散度等指標

崩塌區位及水源涵養能力之基礎。

之數值正規化相加後取得脆弱度值。

正規化 

( x  最小值)
最大值 - 最小值

正規化可將欲求某指標之數據，經上式
運算後依指標之規模或嚴重性，由 0~1 呈現，
再依顏色漸層呈現於圖上，優點在於可將不
同指標在正規化後，於同一標準上做分析比
對，本研究之各項指標均以正規化方式求
得。
(1)植生綠劣指數
Rouse et al. (1973)為首位提出常態化差
異植生指標(NDVI)的概念，植被分布的地方
具有較高的近紅外光段反射與較低的紅光段
反射，NDVI 定義為近紅外光波段與紅光段的
差值除以兩者之和(Elvidge and Chen, 1995;
Davranche et al., 2010)，NDVI 之數值分佈於
-1 至 1 之間。
圖 3 集水分區劃定結果

NDVI 

Fig. 3 Sub-watersheds delineation

上式中，NIR，近紅外光；R，紅光。當

3. 風險度分析
風險分析乃指危險事件發生的機率與其
後果的組合來描述(曹鼎志等，2010)。

NIR  R
NIR  R

NDVI 越低時表示坡面植生覆蓋率低，該區位
裸露範圍較大，降雨時所產生之逕流量亦偏
高，坡面易遭沖蝕而崩落，且此區位植生較

聯合國救災組織(United Nations Disaster

難恢復，本研究為指標套疊方便，先將 NDVI

Relief Organization, 1979)曾針對風險問題中

依正規化公式轉換為植生覆蓋指數(mNDVI)

之災害風險分析提出一定量之風險計算模式，

(林政侑，2012)，再將 mNDVI 進行線性反向

其算式表示為風險= 危害度 x 脆弱度，當中

配置(下式)，即植生綠劣指數(iNDVI)，作為

為危害度為預驗證事件之降雨重現期距大小，

脆弱度指標之一(圖 4)

由於大肚山台地過去無大規模事件發生案例，

iNDVI  1 - mNDVI

因此本研究僅針對脆弱度進行分析，其結果
即為風險度。
集水區崩塌脆弱度以植生綠劣指數、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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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KT 

KT  

6
T 

0.5772  ln  ln


 
 T  1 

極端降雨指標 = 1 - (200年重現期距降雨量) 正規化
式中：RT 為機率水文量；μ 為平均值；
KT 為頻率因子；σ 為標準偏差；T 為重現期
距(陳正昌，2011; Arblaster et al.， 2005)。

圖 4 植生綠劣指數之空間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VI

(2)極端降雨指標
經常發生高強度降雨的地區，因坡面常
受雨水刷蝕，歷經長時間後該地區對強降雨
的忍受度較高，發生崩塌的機率也較低，因
此再發生相同強度降雨時，忍受度較低的地
區便較易發生崩塌。根據此概念本研究採甘
保 氏 極 端 值 第 一 類 分 佈 法 （ Extreme-value
Type I Distribution）來作為極端降雨重現期距
分析，依降雨重現期距的空間變異，判定降

圖 5 雨量站之空間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stations

雨沖蝕脆弱度的區位分布。利用集水區周邊
頭汴等 4 處雨量站(圖 5)1983 年~2008 年雨量
資料求出 200 年重現期距三日雨量(圖 6)，經
線性反向正規化即得極端降雨指標(圖 7)，其
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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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流之逕流量體遠大於路邊溝所能承容，此
時溢流水易沿著道路轉彎處或匯流點向下排
放，使原本屬坡面漫地流之地表逕流成為渠
道流，造成水流集中，增加坡面崩塌發生之
潛勢。故本研究以集水分區道度密度作為脆
弱度指標之一，其公式即為道路長度(m)與集
水分區面積(m2)之比(圖 8)。

圖 6 200 年重現期距之降雨量空間分布(mm)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estimated
from 200 years return period(mm)

圖 8 道路密度之空間分布
Fig.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oad density
若道路開發僅集中於集水分區之某處，
其發生崩塌之潛勢僅局部區位；若分散於整
個集水分區則其發生崩塌潛勢將會擴大分佈，
因此；本研究計算各集水分區道路之空間離
散程度(圖 9)修正道路密度，即為道路開發指
標(圖 10)。
空間離散度(Spatial Dispersion Index, SDI)

圖 7 極端降雨指標之空間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rainfall

公式甚多，本研究所用為翁培文、蔡博文(2006)

index

所提出，該指標承襲統計學的離散觀念與公

(3)道路開發指標
山區道路會截流地表水，極端降雨發生
時，地表逕流沿著坡面流經道路時，道路所

式，以統計單元大小、地物相對大小、鄰近
程度高低為判定離散程度的三個原則，可改
善空間離散度之缺失。在計算離散程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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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須將統計單元大小納入考量，以避免因統
計單元之大小或縮放而影響離散程度之差異。
故可在將公式修正如下：
SDI =

1

n

n

1
∑ ∑(a i % + a j %)d̅(i‚j)
√A 2(n − 1)
i=1 j=1

上述以統計學指標離均差為基礎，d(ij)
是二地物的離散程度，

ai % 及 a j % 為 i、j
_

d
地物面積佔總地物面積的百分比； ( i , j ) 為 i、
j 地物的面積的離均差，ΣΣ 及 i≠j 是地物
對其它地物計算離散程度，1/2(n-1)是地物重
覆計算的次數，1/√A 則是對統計單元大小的
修正。大抵而言，地物越集中，離散程度越

圖 10 道路開發指標之空間分布

低，SDI 也就越小，地物越分散，離散程度

Fig. 1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oad development
index

越高，SDI 也就越大。

4. 崩塌規模分析
崩塌規模的認定以坡地滑落的土砂量體
決定，因此本研究藉由土壤深度指標及河道
凹岸攻擊指標標進行崩塌規模分析。
(1)土壤深度指標
集水區崩塌可視為能量釋放之現象，植
生現況生育良好之邊坡，若已長期未發生崩
壞，通常其土壤發育較深，一旦發生邊坡破
壞，將可能造成大規模之崩塌，因此本研究
利用此概念萃取植生指標四季之平均值值較
大之區位，另外，地形濕度指數越大之區位
水流容易匯集，而土砂也越易累積，因此可
圖 9 道路空間離散度之空間分布
Fig. 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oad SDI

結合植生指標間接推估出坡地土層深厚之區
位。
(a)地形溼度指數
地形溼度指數亦稱為地形指數
(topographic index) 或濕度指數 (we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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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其計算式如下：
 As 
TWI  ln 

 tan 

式中：AS

指集水區面積，本研究以各

網格上游涵蓋之面積表示。θ 為各網格之坡
度。
TWI 指地形對土壤濕度的控影響，因坡
度陡使水迅速往低處流動，因此入滲量較小，
故土壤中含水量可能較低；反之平坦地區，
坡度平緩，逕流留在地表時間較長，相對的
入滲時間亦較久，土壤含水量較大，該區土

圖 12 植生覆蓋指數之空間分布

壤亦較容易堆積，產生較厚的土層，由此可

Fig. 1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NDVI

知當 TWI 越大，土壤深度則較深；反之則較
淺(圖 11)。

圖 13 土壤深度指標之空間分布
Fig. 1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depth index
(2)河道凹岸攻擊指標
圖 11 地形濕度指數之空間分布

河道凹岸處地質多為順向坡之岩盤，在

Fig. 1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WI

極端降雨下，河流流量激增，水流沖擊力道

(b)植生覆蓋指標

強，一旦挖斷坡腳極可能導致整個順向坡崩

植生覆蓋指標為前述之 NDVI 經由正規

塌，故為大規模崩塌之前在區位。河道凹岸

化萃取而得(圖 12)，最後將 TWI 及 mNDVI

的影響以河道沿線之切線斜率變化決定(圖

套疊即得土壤深度指數(圖 13)。

14)，當切線斜率變化越大，表示其產生之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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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力越大，越易產生河岸邊坡崩塌，反之則

表 2 水土保持局土壤分類及對應之 SCS 土壤
分類

較不易(圖 15)。

Table 2 Soil category of SWCB and the
corresponding that of SCS

圖 14 河道切線斜率變化示意圖
Fig 14 Gradient change of tangent along the

分類

水土保持局土壤質地分類

0
1
2

粗砂土、砂土
細砂土、壤質砂土、壤質粗砂土
壤質細砂土、粗砂質壤土、砂質
壤土、細砂質壤土
極細砂土、壤質極細砂土、極細
砂質壤土
坋質壤土、坋土
壤土
砂質黏壤土
黏質壤土、坋質黏壤土
坋質黏土、砂質黏土
黏土
資料來源：水土保持局，1995

3

river
4
5
6
7
8
9

SCS 土
壤分類
A

B
C
D

表 3 SCS 曲線值
Table 3 Curve number of SCS

圖 15 河道凹岸攻擊指標之空間分布
Fig. 1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iver concave
index
5. 水源涵養區位篩選
本研究之水源涵養能力推估乃採美國土
壤保育中心(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SCS)

SCS 土壤分類
土地使用
建地
針葉林
地表水
旱田
公園、墓地
保安林
荒地
濕地
闊葉林
水田(稻作)
果園(果樹)
其他林地

所建置之曲線值(curve number, CN)，其值可
藉由土壤及土地利用圖決定(表 2 及 3)，再利
用下式推估最大蓄水量(S)。
𝑆(𝑚𝑚) =

25400
− 254 … … 公制
𝐶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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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74
25
94
62
39
25
77
92
36
70
45
38

84
55
93
71
61
55
86
93
60
79
66
62

90
77
95
78
74
70
91
94
73
84
77
74

92
77
96
81
80
77
94
95
79
88
8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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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逕流產生之重點區位。
本研究為避免坡面之超滲逕流影響下游
區位，因此萃取台地之漥蓄區位，篩選營造
蓄水設施之熱點區位。利用前人提出之高差
法(Jenson and Domingue, 1988)結合斜面法計
算集水區之初始流向，建立集水區之無窪地
流向，作為水系網之比較，以區分河道或是
坡面之窪地區位。窪蓄區位萃取示意，如圖
16。

圖 16 土壤類別之空間分布
圖 16 窪蓄區位萃取示意圖

Fig. 1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category

Fig. 16 Schematic diagram of depression
storage area extraction

結果與討論
1. 風險度分析
大肚台地因過去無大規模崩塌發生紀錄，
因此無實例危害度可供分析，因此脆弱度即
為風險度，然崩塌發聲為能量累積現象，因
此許就未發生崩塌之區位反而為大規模崩塌
潛勢區位。
由圖 18 可知，大肚台地之中部地區因道
路開發較密且廣布，南部則因極端降雨指標
圖 17 土地利用之空間分布

較高，因此崩塌風險較高。

Fig. 1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use
山坡地開發使不透水鋪面增加，造成地
表逕流之入滲量減少，若遇極端降雨往往造
成下游淹水發生，為此本研究利用上述方法
與未開發前(假設大肚山皆為林地)之最大蓄
水量進行比較，若最大蓄水量減少區位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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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面積大，因此多處區位 CN 值較高，此外，
清泉崗機場亦於大肚台地之北側，因此可發
現有大面積之蓄水不佳之區位。
將開發前、後(圖 21)之最大蓄水量相減
可得其最大蓄水量之差異(圖 22)，結果顯示，
大肚台地西側中部地區差值最大，此區為沙
鹿區之聚落中心，而靜宜大學及弘光科技大
學皆位於此，建築面積較廣，不透水鋪面多；
其次差異較大者為大肚台地南側之成功嶺軍
事基地，主要原因乃軍事用地與建地同為不
透水鋪面。
圖 18 脆弱度之空間分布
Fig. 1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isk degree
2. 崩塌規模分析

大肚台地東側之清泉崗機場及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則因本身土壤之入滲能力較差，因
此最大蓄水量差異不大。

由圖 19 可知，大規模崩塌潛勢區位主要
與凹岸位置有關，另外，大肚台地南、北兩
側各有幾處保安林地，其植生生長較佳，土
砂累積較多，因此亦為高崩塌規模區位。

圖 20 現況之 CN 值空間分布
Fig. 2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rve number
(post-development)
圖 19 崩塌規模之空間分布
Fig. 1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scale
3. 水源涵養能力評估
由圖 20 可知，大肚台地因地勢平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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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potential maximum retention
amount

圖 21 未開發前 CN 值空間分布
Fig. 2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rve number
(pre-development)

圖 23 漥蓄區位之空間分布
Fig. 2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pression site

圖 22 開發前、後最大蓄水量之差值
Fig. 22 The difference (pre- and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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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漥蓄區位及其集水區範圍
Fig. 24 Depression site and its watershed

透過 DEM 分析可萃取大肚山漥蓄區位，
如圖 23 所示，據此結果則可針對漥蓄區位之

雨時蓄洪，平時則可使其補注地下水或做為
消防、遊憩之用。

體積與集水區面積大小進行排序，優選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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